（三）本硕连读项目
本硕连读项目指我校本科生在我校圆满完成前 3 年的学习任务后，派送到国外友好院再
读 2 年该校相同或相近专业的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达到国外友好院校研究生毕业条件的，
颁发该校硕士学位证书。我校将根据学分互认原则认定其在国外友好院校修读的学分，达到
我校本科毕业条件的（需完成规定学分及获得该校的硕士录取通知书），颁发其本科毕业证
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序号

学校

1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2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3

美国达拉斯大学

4

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

5

美国中密歇根大学

6

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

7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

8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1.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学校介绍：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坐落在美丽的洛杉矶的世界一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世界
百强名校。UCR 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 加州大学系统中十所名校之一，
也是该系统中发展最 快的一所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治学十分专业和严谨, 拥有全世界
顶级的工程学院‐伯恩斯工程学院，在 学术界享有盛誉。该校其他各系所也拥有良好口碑，
全校多个学系的研究成果都已达世界级水平。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伯恩斯工程学院代表加州
大学系统内工程 类学科的顶尖水平。在全美公立大学工程学院排名第 35 名，全美综合大
学排名 69 名。2005 年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施罗克（Dr. Richard R. Schrock），1998
年和 2009 年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 漫画家史蒂夫∙布林（Steve Breen），以及 2001 至 2003
年间连任两届美国桂冠诗人，被《纽约时报》誉为 “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 的比利∙柯林斯
（Billy Collins）皆是 UCR 的校友。学生在该校学习期间可修读一定研究生课程学分，如
之后成功申请到该校的硕士，之前修得的研究生课程学分可被认可。
学校网址：http://www.ucr.edu /
相关要求： 15 级计算机学院、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可报名，无名额限制
语言要求: 英语要求托福 80 或雅思 6.5，如未到达托福或雅思的要求，可参加该校组织的英
语考试。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2. 美国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学校介绍：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UMD）是美国密西根
大学的三个校区之一。密西根大学为州立大学，成立于 1817 年。三所分校由密西根大学董
事会共同管理，分校间学术研究合作紧密。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设有文理学院、工程与计
算机学院、管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其工程与计算机学院有 9 个本科专业，13 个研究生项
目，及 6 个博士项目。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位于美国及世界的汽车工业中心，其校区座落
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发祥地——福特庄园之内，与福特汽车公司总部及其研究中心相毗邻。

1959 年，当福特家族将其庄园的一大片土地捐献给密西根大学时，密西根大学立即将其建
成迪尔伯恩分校，更好地为汽车工业服务。1998 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包括密西根大
学迪尔伯恩分校在内的区域划为国家级汽车工业遗产园(Automobile National Heritage) 。密
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的工程与计算机学院十分注重应用研究和教学，尤其注重在汽车工程领
域的研究和教学，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及众多的零部件厂保持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迪尔
伯恩工学院在读的研究生中许多来自三大汽车公司及其主要零部件供应商。同时，在校生也
可以非常方便地去汽车公司实习。密西根大学迪尔本分校的校友遍布美国汽车工业。
学校网址：www.umdearborn.edu
学习模式： 学生于大学四年级赴该校学习一年后，达到我校本科毕业条件的（需完成规定
学分及获得该校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颁发其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同时申请进入
UM-Dearborn 相关硕士计划，硕士要求托福 84 或雅思 6.5，GRE 成绩免除。完成所有课程
并且成绩合格者可获得 UMDearborn 相关硕士学位。
相关要求：1.绩点 75 分 2.英语要求托福 80 分或雅思 6.0 分或大学英语六级 480 分（需 2018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成 3. 计算机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机械与材
料工程学院 15 级学生可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18 日
3. 美国达拉斯大学
学校介绍：达拉斯大学是美国西南部地区重要学校，是一所小型精英化私立大学，学生总人
数 2500 人左右，占地 215 公顷（1300 亩地），师资比率为 1：11。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
达拉斯是美国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发展最快地区之一，很多 500 强企业总部在达拉斯，包括著
名的美孚石油、美国航空公司、AT&T 电话公司、西南航空等，著名的 NBA 球队达拉斯小
牛队也在达拉斯。US News 排名中，它是西部大学中的精英，最新排名在第 13 位，最具有
价值的大学总体排名第 4 位；普林斯顿 382 所顶尖学校；IIE（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的排名上为全美第 3 名（80%本科生具有海外学习经验）；College Review：天才学生暑期项
目全国排名第 18 位；Value College:信息和科技管理项目第 19 名，其他参与排名的学校包括
西北大学、宾州大、马里兰大学；Top Management Degree: Ph.D.项目全国第 6 名。
学校网址：http://udallas.edu/
学习模式：本科前三年：北方工业大学
本科第四年：达拉斯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一年：达拉斯大学
项目优势
Ô 强强联手：北方工大和达拉斯的工商管理学科优势（北方工大国内工商管理排名 15%
以内、达拉斯大学工商管理排名 10%以内）
Ô 一个学士学位：北方工大学士学位；
Ô 一年美国本科体验：达拉斯大学第四年学分被北方工业大学认可，也可以冲抵不高
于 6 个学分的 MBA 先修课程
Ô 一个 MBA 学位：MBA 学位在美国通常需要 2-5 年以上工作经验，学位学习一般在
2 年，要想获得一个 MBA 的学位通常需要在本科毕业后 4-7 年时间内才能拿到 MBA。
Ô 工商管理硕士节省费用：可节省 10 万美元以上。通常的 MBA 项目需要 2 年，每年
的平均费用在 7-8 万美元（包括生活费），达拉斯大学一年项目的总费用在 6 万美元
以下。
Ô 灵活性：在达拉斯大学第四年本科学习中，同学们可以发现更多的机会，也可以申
请其他更合适的学校，达拉斯大学的成绩也会为同学申请更好的学校增加分量。

.学费
Ô 学费（本科）
：2018-2019 学年本科学费$20652（达拉斯大学 2018-2019 年本科学费
实际为$40652,该校给我校学生提供奖学金每人$20000，所以优惠后的学费是$20652）
Ô 学费（硕士）
：2018-2019 学年硕士项目学费为$1,250 每学分，该校对我校的学生学
费优惠至$1000 每学分。MBA 项目总学分为 30 学分，所以总学费由$37,500 降至
$30,000。
申请条件：2015 级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报名
达拉斯本科第四年录取条件
Ô 首先，北方工业大学将审核并推荐合格学生第 4 年就读达拉斯大学
Ô 成绩要求：在北方工业大学三年本科学习中 GPA 不低于 3.0（4.0 为满分）
Ô 语言要求：原则上托福不低于 80，雅思 6.5
达拉斯大学 MBA 项目的录取条件
Ô GPA 3.0 以上：在北方工业大学和达拉斯大学的 1 年学习中保持成绩在 3.0 以上
Ô GMAT：500 分（满分 800 分）以上，也可以用 GRE 来代替，但是不主张这么做，
因为 GRE 更难；
Ô 替代方案：如果学生不打算考 GMAT 或者 GRE，或者两者均没有考到预定分数线，
可以在达拉斯本科第四年阶段选修 6 个学分的 MBA 先修课程，并且每门课达到 3.0
以上，各科中没有低于 2.0 的课程。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4. 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
学校介绍：东田纳西州立大学坐落在田纳西州约翰逊城（Johnson City），为公立综合性大学，
成立于 1911 年，设有工商学院、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等
9 个学院，在校生 2 万余名。该校提供一定金额奖学金。
学校网址：http://www.etsu.edu/
相关要求：15 级英语、会计专业本科生可报名
语言要求：托福 61 分（可于 2018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英语成绩）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5. 美国中密歇根大学
学校介绍：美国中密歇根大学（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成立于 1892 年，位于密歇根
州中部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是密歇根州第四大高等学府，是美国著名的四年制
公立大学。
学校网址：https://www.cmich.edu
相关要求：15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本科生可报名
语言要求: 托福 79 分（可于 2018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英语成绩）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6. 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学校介绍：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简称 MTSU，坐落于美国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
（Murfreesboro），是一所综合型公立大学。始建于 1911 年，建校之初为美国三所师范院
校之一，现为中田纳西州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
学校网址：http://www.mtsu.edu/
相关要求：15 级工商管理、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学专业本科生可报名

语言要求: 托福 61 分（可于 2018 年 7 月 1 日前提供英语成绩）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7.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
学校介绍：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Pomona）,简称 CPP,是一所公立大学，成立于 1938 年，主校园位于加利福尼波莫纳西北角
的市郊地区，是美国州立高等院校协会的成员。
学校网址： https://www.cpp.edu/
相关要求：15 级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
语言要求: 英语要求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 425 分。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

8.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学校介绍：迪肯大学 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是一所建立于 1974 年的由政府资助的澳大
利亚顶尖级大学，以澳大利亚联邦运动的领导人和全国第二任总理阿尔弗雷德∙迪肯（Alfred
Deakin）命名。作为一所享有盛誉的国际化大学，迪肯提供学士、硕士、博士等级别课程。
学费约 3.4 万澳元/年，可以有 8 折优惠（若成绩不达标者，将不享受优惠）
学校网址：http://www.deakin.edu.au/
相关要求：15 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建筑学（3+2 本科学位）专业本科生可报名
语言要求: 绩点 78 以上，且雅思 6.5，各项不低于 6.0，如未到达要求，需参加语言中心课
程。
报名截止日期: 2018 年 5 月 18 日

